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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利工作实务及专利分析方法宣讲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李晨）4 月 8 日，国

家知识产权局在京组织召开企业专
利工作实务及专利分析方法宣讲
会。

会议首次发布了《企业专利工作
实务手册》、《专利分析实务手册》和
《产业专利分析报告》（第 7~16册）三
本新书，并对企业专利工作实务及专
利分析方法分别进行宣讲。来自有关

部委、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等机构
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据了解，《企业专利工作实务手
册》结合国内企业的普遍需求，广泛
收集成熟的企业专利工作经验，系
统梳理和总结了企业专利工作的基
本业务流程和操作实务。而《产业专
利分析报告》系列丛书已是第三批
出版，本次主要开展了 10 项专利分

析课题研究，包括农业机械、包装机
械、功率器件、短距离通信、食用油
脂、高性能纤维等，形成了《产业专利
分析报告》（第 7~16 册）。

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部署的产
业专利分析工作还将继续进行，预计
将在工业机器人、燃气轮机等 12 个
领域开展专利分析研究工作，并将继
续公开出版研究成果。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美国纽约东
区联邦法院上个月对维生素 C反垄断
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河北维尔康制
药有限公司和华北制药集团公司赔偿
1.533亿美元，约合 10亿元人民币。面
对天价罚单，华北制药集团公司近日宣
称，该判决有悖事实和公正，该公司不
是也从来不是维生素 C分会的成员，且
从未涉及本案中的有关行为，因此不应
该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将通过合法手段
坚决维护正当权益。

维生素 C是食品、药品和饲料的重
要原料，此前一直为瑞士制药巨头罗氏
所垄断。2000年之后，我国迅速成为国

际维 C市场上的主力军。为了避免价格
战导致欧盟和美国反倾销，2001 年 12
月，医保商会组织国内 4家主要维生素
C生产企业开会，强制达成了维生素 C
出口数量和最低限价的协议。

2005年 1月，美国动物科学产品公
司和 Ranis公司等原告在美国法院提起
诉讼，指控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江山制药有限公司、东北制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制药集团维生药
业有限公司通过开会协商定价及限产
等方式操纵出口美国维生素 C价格，违
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

之后，美国原告又陆续将石家庄制

药集团维生药业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维尔康制药有
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制
药进出口有限公司追加为被告。

江山制药、东北制药、石药集团因
为官司耗费巨大，先后和美国原告达成
了赔偿 34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2008 年 4 月，美国原告修改起诉
状，华北制药集团公司正式被列为被告
之一。

据了解，原告所谓的开会定价及限
产行为，事实上是指中国政府通过中国
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以当时的“出

口预核签章制度”对维生素 C行业进行
监督管理。当时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期，旨在协助政府维
持一个健康的维生素 C行业，防止企业
出现价格扭曲的恶性竞争。其实，所有
主权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都对部分
私有个体和产业实施符合其利益的各
种监管，中国政府对维 C的出口监管也
别无二致。

中国医药保健品商会副会长许铭对
此表示，这次美国法院判决价格垄断，可
能下次则会因为低价格而判决产品倾
销。在其看来，“维生素 C是中国独占的
优势型原料药，却因为国内产能过高或

过度竞争而导致全行业的危机”。
2008 年以来，由于产能过剩，维生

素 C价格一路暴跌，从最高约 112元 /
千克跌至目前的 16 元 / 千克，几乎没
有反弹过。到 2010年底，中国维生素 C
产能达到近 18万吨，而全球维生素 C
需求约 12万吨。

海关数据显示，2012 年维素 C 出
口数量 10.59万吨，同比下降 2.36%，出
口金额 4.08亿美元，同比下降 27.44%，
同比降 25.68%。

许铭认为，保持维 C行业的良性发
展是当务之急。而该行业要健康发展，
一定要严格限制新项目上马。

简讯

广州市设立 H7N9救助基金

本报讯 继广东省首期安排 3000
万元设立人感染 H7N9禽流感防控及
医疗救助基金后，4月 8日，广州市政
府宣布设立 H7N9禽流感防控及病人
医疗救助专项基金，首期安排 2000万
元，主要用于检测、应急物资储备和医
疗救助等。
据介绍，广州市成立了防控 H7N9

禽流感领导小组和以钟南山院士为顾
问的专家组。同时，指定广州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等 9家医院作为禽流感定点收治医院。

（朱汉斌）

煤与煤层气重点实验室
山西成立

本报讯记者 4月 9日从山西晋城
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晋煤集团公司）获悉，经国家能
源局批准，“国家能源煤与煤层气共
采技术重点实验室”日前在该集团公
司成立，这标志着我国煤与煤层气科
学开发、循环利用将迈向更高领域。
据悉，国家能源煤与煤层气共采技

术重点实验室是以晋煤集团公司为法
人主体，联合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共同组建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实验
室将瞄准国际煤层气抽采科技前沿，重
点围绕煤炭与煤层气共采的基础理论、
地质评价等重大技术课题开展研究试
验。 （程春生）

2012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本报讯 4月 9日，由中国文物报社
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12年度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经过演
示汇报和评委评议投票，十大遗址从
25个初评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
据悉，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为：河

南栾川孙家洞旧石器遗址、江苏泗洪顺
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金川刘家寨
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山东定
陶灵圣湖汉墓、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内
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重庆
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贵州遵义海龙
囤遗址。
据介绍，经过 23年的发展，“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已成为展
示、宣传最新考古成果的重要窗口，也
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文化热点事件。

（闫洁）

“汽车人”助河南科大学子
圆造车梦

本报讯近日，由易车公司与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共同创立的“汽车人关爱基
金”在河南科技大学举行捐赠仪式，为该
校汽车科研项目—“河洛风”大学生方程
式赛车带来了 10万元科研资助金。
据悉，基金会所提供的 10万元赞

助将全部用于 2013年新方程式赛车的
制造，力求为队员提供更良好的设计环
境和实验设备，让队员们的优秀设计理
念能够付诸实践。 （谭永江骆保恒）

4月 8日，在广西上思县思阳镇昌墩村，两名村民在搬运“育秧工厂”培育的
无土秧苗。
“无土育秧”技术采用生物肥和高分子材料形成无土基质，具有生态环保、操

作简便、返青快、利增产、适合工厂化育秧等特点，既节约了农膜使用量和人工，
又解决了水稻育秧连年取土导致土壤耕作层破坏和表层养分流失的难题。

梁富盈摄（新华社供图）

珠海横琴岛
植被生态规划论文发表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周飞）
记者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获悉，由珠
海市横琴新区公共建设局组织该园和
中咨城建设计有限公司完成的《横琴
生态岛生态建设规划》（《横琴新区生
态岛建设总体规划》的九个专项规划
之一）在 2011年 6月通过评审后，规
划负责人任海研究员与横琴新区公共
建设局管理人员通过合作，指导博士
生范桑桑对规划和野外调查数据进行
了系统梳理。其整理形成的《中国横琴
海岸带整合管理的植被恢复与保护规
划》论文于近期发表在美国《海岸带研

究学报》上。
据介绍，该论文在对横琴岛过去

3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土壤理化性质
和植被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横琴新区
的发展理念，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最优化的考虑，提出了保护、恢复与新
建的“一廊两带多楔一环”植被生态格
局规划方案。

国际审稿专家认为，该文是“关于
人类干扰下海岛植物多样性保护及植
被恢复的原始创新且有趣的论文”，
“规划重视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整合海
岸带管理理念”。

世界最宽先天性
耻骨分离修补术完成

本报讯（记者成舸 通讯员王建新）
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获悉，近
日，该院成功为一名先天性耻骨分离
达 102 毫米的 32 岁患者实施了骨盆
修补术。据文献报道，这是世界上先天
性耻骨分离患者中耻骨分离度最大、
最高龄、唯一合并有膀胱癌的手术病
例，采用的多项创新术式亦属首创。

耻骨（联合）位于骨盆下部，正常
间距仅 4至 5毫米，间距过大即为耻
骨联合分离。该病常与先天性膀胱外
翻构成复合畸形，严重影响泌尿系统。
国内外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已
知病例年龄最大的只有 29岁，耻骨分
离距离最宽的也只有 94毫米。

据湘雅二医院大外科主任倪江东
教授介绍，该手术存在四大难关：一
是耻骨联合分离距离太大，无法采用
常规方法固定和治疗；二是患者合并
有膀胱腺癌和膀胱黏膜腺癌，常规治
疗膀胱外翻的方法并不适用，且膀胱
癌患者存活率极低；三是膀胱切除

后，巨大腹壁的缺损很难修补；四是术
后预防感染、护理及康复治疗需多科
大协同。

3月底，湘雅二医院大外科、骨科、
泌尿外科、普通外科等组成联合专家
团队，为该患者实施了手术。由于事先
采用 CAD 技术对耻骨缺损处进行了
三维重建，定制了一个与患者骨盆完
全吻合的钛网补片，手术中骨科专家
将补片用配套钛钉在骨盆上精确固
定，成功将腹直肌止点与腹壁补片缝
合。之后，泌尿外科专家对患者实施了
膀胱全切术，用回肠代替膀胱，普外科
专家则采用腹部网片，对疝口和膀胱
切除后留下的巨大腹壁缺损进行了成
功修复。

截至记者发稿，患者已从重症病
房转回普通病房超过十天，身体状况
良好，已可进食和下床活动，再经一段
时间的康复治疗即可出院。医生表示，
郭先生术后应可恢复正常生活，告别
32年依赖“尿不湿”的痛苦。

科学家研制出可“百搭”纳米纸
本报讯（通讯员潘怡蒙）近日，浙

江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建国发明了一种
“造纸术”：用普通的实验室用滤纸和
多种化学分子组合，“复制”出高科技
“纳米纸”。搭载相关材料后，该纳米纸
可实现功能的“72变”。相关研究结果
日前发表于 RSC Advances（《英国皇家
化学会进展》）。

在黄建国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
了一张四方形状的白色纳米纸，用肉
眼看，它和普通的纸没什么不同，但如
果将其进行“解剖”的话，就会发现，构
成纸张的纤维表面安放了一层对亚硝
酸根敏感的染料分子。
“这张纸能够测试出腌制食品里

是否存在致癌的亚硝酸根，如果有，它
的颜色就会从白色变成粉红色。”黄建
国说，根据颜色的深浅，还可以判断出
亚硝酸根的大致含量。

此外，黄建国团队还把一种碳氟
链化合物组装在二氧化钛包裹的滤纸
上，使得滤纸变得不吸水也不吸油。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张纸制作食品

的外包装，保持食品的清洁。”
对于这种纳米纸的制作方法，黄

建国告诉记者，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模
板”。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化学实验室
中最常见的滤纸上。原来，滤纸是一种
普通的原木浆纸张，由无数的纤维素
纤维组成的，具有自然形成的从宏观
到纳米以至分子层次的阶层结构。

模板有了，接下来就是复制，黄建
国团队选择了表面富含羟基的二氧化
钛薄膜。“二氧化钛听起来很学术，其
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它是一
种食品添加剂，无毒无害。”黄建国说，
“而羟基有个很好的特性，就是‘百
搭’。”这样，很多具有特异功能的分子
都可以组装到二氧化钛包裹的纤维素
纤维表面，形成不同功能的新型材料。

最终，研究人员通过特殊的手段，
让二氧化钛在纳米级的纤维素纤维周
围形成一层薄壳，即每一根纳米纤维
都被极薄的二氧化钛膜所包裹，之后，
将纤维素烧掉，就得到了一张二氧化
钛纳米纸。

姻史俊庭
这是一种曾经在黄河较常见，但

现在较为少见的自然奇观：河水将数
十米到数百米宽的胶泥块从黄河河底
掀出水面。同时，这又是一种破坏性巨
大的黄河特有现象，它在冲刷河床的
同时，还能冲垮河堤，严重威胁黄河上
的各种工程。
这种奇观有个很形象的名字———

“揭河底”。
为了揭秘这种奇特现象的机理，

中外专家进行了数十年深入的研究。
遗憾的是，结果并不理想。然而，近日，
黄河科研人却一步步揭开了这种神秘
现象的本来面目。

壮哉，揭河底

2002年 7月，黄河中游普降暴雨，
洪水带着大量泥沙汹涌而下，在小北
干流山西河津段，引发了几十年来罕见
的揭河底奇观。河务工作者赵国勤蹲守
三天，拍下了弥足珍贵的镜头。该视频
和消息经各大电视台和新闻媒体报道
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据统计，1950年以来，黄河小北干

流共发生了 12次揭河底现象，赵国勤所
拍摄的是最近一次出现的揭河底现象。
长期从事泥沙治理研究的黄河水

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江恩慧教授告诉
记者，揭河底是黄河上独有的一种高含
沙洪水期河床剧烈演变现象，主要发生
在黄河小北干流及支流渭河河段。
江恩慧说，揭河底现象发生时，河

床在短时间内遭受强烈冲刷，河底成
块、成片的淤积物（俗称“胶泥块”）被从
河床上掀起，有的露出水面，然后坍落、
破碎，被水流冲散、带走。这样强烈的冲
刷，在几小时到几十小时内，能使河床
降低一两米以至近十米。
据老船工介绍，揭河底现象在解

放前更为壮观。那个年代发生揭河底
时，经常是一两百米宽、半米厚的胶泥
块从黄河河底被掀起来，露出水面一
到两米，持续数分钟到数十分钟。
然而，由于揭河底形成条件比较

特殊，包括长年工作在黄河岸边的水
利工作者和沿黄群众，能亲眼目睹这
一现象的人很少。因此，揭河底现象素
有黄河百年奇观之称。

奇观是把双刃剑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的博士李军
华是江恩慧研究团队的主力。他告诉
记者，团队通过走访与调查，已经对揭
河底有了一定的认识。
“这是自然界最壮观的一种水流

现象，也是河床演变最轰轰烈烈的一

种表现形式。”李军华告诉记者，在水
流作用下，河床泥沙以块体的形式被
水流揭起，脱离河底的现象，都称为揭
河底现象，又叫揭河底冲刷。
江恩慧介绍说，揭河底冲刷后，淤

滩刷槽，形成高滩深槽，有利于河道泄
洪排沙，对河床调整起着重要作用，这
是揭河底现象有利的一面。但揭河底
过程中，河道急剧冲刷和摆动，往往引
起河道主槽的迁徙，造成工程着流部
位不断变化，极易造成河道工程沉蛰、
坍塌，增加防汛抢险的复杂性。

1977年 7月 6日，河津清涧湾工
程河段发生的揭河底，造成清涧湾工
程垮坝 2097米，大荔县在河滩生产的
群众因来不及撤离被洪水冲走 41人。
同年 8月 6日发生在渭河临潼一带的
揭河底，使东方红抽水站的进水口出
露水面，在盛夏酷暑期间，百余万亩的
灌区竟无水可引。
“揭河底还常造成下游河道的粗

沙量剧增。”李军华说，1966年 7月 18
日至 19日，小北干流河段发生揭河底
后，大量粗沙输往下游，加大了下游河
床淤积，增大了下游的防洪压力。

机理基本明晰

多年的积累，让江恩慧团队掌握
了很多揭河底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在

模型黄河进行验证，他们逐渐了解了
揭河底现象的基本形成机理。

江恩慧介绍说，发生揭河底时，黄
河及其支流特殊水沙过程形成的特殊
的河床层理淤积结构，是必备的前期
边界条件，特殊的洪水过程则提供了
动力条件。
在高含沙水流中，不稳定的大尺

度涡漩会不断分解成中尺度涡漩，并
传递到床面区以及胶泥层下面的薄弱
层次，使其紊动增强。

此时，下部已经被掏空的胶泥块
表面、底面存在传播速度不同的脉动
压力波，表面与底面的脉动压力波传
播会出现一个最大一个最小的情况。
“当水流作用于胶泥块的动力大

于胶泥块的有效重力时，巨大的瞬时
上举力就把失稳的胶泥块从河底揭
起。”江恩慧说。

李军华告诉记者，尽管通过研究，
他们已经搞清了揭河底过程中的很多
机理，然而，受制于仪器的发展水平，目
前胶泥块底部紊动能传递规律、上举力
的成因及作用机理尚不完全清楚。
为此，2012年 10月，李军华专门

申请了“揭河底冲刷期胶泥层底部紊
动能传递规律实验研究”，并获得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为更深
入地揭秘这一自然现象的机理提供了
支撑。

母亲河缘何“自揭老底”
数十米到数百米宽的胶泥块被黄河水掀出水面，露出一到两米，然后坍落、破碎，被水流冲

散、带走。这一现象被称为“揭河底”。然而，数十年来，其发生机理始终困扰着中外科学家。近
日，黄河科研人却在破解这一谜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为应对美国“天价罚单”，华北制药表示将坚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产能过剩困扰中国维 C药企

珠海横琴岛 图片来源：外滩画报


